酒坊 关注

AⅡ·15

2018 年 5 月 29 日 责编 郭璐娟 美编 冯帅 邮箱 dahejiufang602@126.com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开幕

国字宋河礼遇世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朱金中 文图

酒业快讯

核心提示丨 5 月 27 日，2018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
幕。来自 28 个国家的 95 个旅游城市的市长及市长代表以“共享经济时代下的城市优质旅游”为主
题，探索共享经济时代下的城市优质旅游。作为河南的浓香型中国名酒、中国（河南）地域文化标志
酒，国字宋河被选定为 2018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专题活动指定用酒，以代表性的中
原酒文化和河南味道，礼遇世界来宾，见证精彩时刻。

茅台酱香酒公司经销商
走进兰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素莉 文图

诗和远方，还有美酒

旅游和文化，一直是城市发
展的双引擎。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正如“诗
和远方”一样，是人们在追求美好
生活背景下的“必然融合”。白酒
被称为我国第五大发明，在人类

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经不仅
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
一种文化的象征和载体。我国白
酒的酿造源于河南，酒文化也盛
于河南，酒文化可以说是河南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自古华夏多礼遇，酒以成礼，
礼以载道。早在 2500 多年前，孔
子赴鹿邑县老子故里问礼于老子
时，老子曾以古宋河美酒礼遇孔
子，孔子饮后留下“唯酒无量，不
及乱”
的处世箴言。
从汉朝到宋朝，先后又有八
位皇帝躬亲鹿邑，以宋河美酒礼
敬先贤，在宋朝，宋河酒还被指
定为宫廷御酒，专供宫廷享用。
如 今 ，宋 河 酒 业 是 河 南 体 量 超
大、综合实力雄厚的白酒生产企
业。
作为豫酒知名品牌，宋河粮
液是河南的浓香型中国名酒，引
领豫酒振兴，奠定了豫酒在国内
的地位。尤其是宋河酒业旗下
高端品牌，国字宋河是被中国酒
业协会和百万消费者共同选定
的中国（河南）地域文化标志酒，
中 华 文 化 名 酒 、2010 年 上 海 世
博会中国馆指定用酒，此次获选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
论坛专题活动指定用酒，更是以
中原厚重、多彩之文化，邀世界
干杯。

豫酒振兴，更有责任
此次国字宋河成为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专题
活动指定用酒，不仅是一次合作，
更是一份重大责任。自 2008 年
起，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的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是促进国际旅游业和旅游城市的
高端交流、共谋发展的重要合作
平台。本届论坛以共享经济时代
下的城市优质旅游为主题，紧扣
时代脉搏，内容丰富多彩，为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城市旅游资
源整合开发、旅游市场互动共享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河南作为一
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将一如既往
地敞开大门拥抱世界，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争创发展新优势，
不断深化与各旅游城市的交流合
作，增进友谊，实现共赢，共推旅
游繁荣。
而在专题论坛上频频亮相的
国字宋河，在获得全世界广泛关
注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接轨世界，
把中国酒文化随着旅游的发展，
带到世界各地，进一步提升白酒
和中国酒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扇为窗，万象风雅；以酒为
窗，万象醇香。河南之美，美在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美在活力四
射的蓬勃发展，美在高效便利的
区位优势，更美在上下五千年、处
处透酒香的酒文化。正如宋河总
裁朱景升所说，在中国经济蓬勃
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今天，
作为河南文化的一张名片，以国
字宋河为代表的豫酒产品，不仅
以美酒礼遇、承载着国人的美好
生活，更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传播
中原酒文化的伟大使命，所以，推
介豫酒品牌，讲好豫酒故事是时
代赋予宋河的重大责任。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是促
进世界各地旅游城市之间交流发
展经验和先进理念的高端平台，
同时也是宣传河南文化、展示郑
州风采的良好窗口。宋河酒业旗
舰产品国字宋河作为河南地标
酒，无论是从文化展示上，还是酿
造工艺、口感风格上，无不代表河
南。在这样的盛事上，国字宋河
有责任、有义务让国内外嘉宾通
过一瓶酒真正感受到河南旅游大

省的深厚底蕴和国家中心城市的
魅力，使参会嘉宾记住河南、记住
河南以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
旅游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追求，美酒是礼遇美好生活
的重要载体。依托大美河南，以
代表性酒文化礼遇世界的国字宋
河，
必定助力开放的河南更精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璐娟
核心消费者、媒体代表参加了开
业典礼。
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辉表示，酒类行业竞争非常激
烈，在这个过程中，保真和卖放心
酒是豫副酒源让周边消费者获得
信任感的来源。豫副酒源一直以
来坚守的理念就是经营放心酒，
蒋辉从行业的角度以及他从业多
年的经验，对豫副酒源群办路店

的开业充满了期待，他希望豫副
酒源继续保持诚信天下的态度，
让消费者喝得放心，买得安心。
据了解，豫副酒源是河南省
副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酒类
连锁品牌，是集名酒销售、仓储、
配送于一体的专业连锁机构。豫
副酒源群办路店是河南省副食品
有限公司名酒品牌“豫副酒源”第
108 号连锁店。

南一区经理李洪在发言中
说，茅台集团是一个有担当
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我们
不仅要和广大经销商心连
心，共命运，更要牢记自己的
使命，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做一个有情怀的义商。
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河
南省区经理袁安才说，去年
茅台酱香酒公司完成 65 个
亿的业绩，离不开广大经销
商的努力，大家与茅台合作、
做茅台产品是一个正确的选
择。茅台酒的经销商不仅要
把市场做好，更重要的是要
弘扬正能量！把焦裕禄精神
贯穿到我们的市场销售工作
中去。树信仰，抓基础，强品
牌，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
贡献。

郑州九尚
举办首届酱粉节

□白洁 文图

河南省副食豫副酒源再添新店
5 月 26 日，河南省副食品有
限公司名酒品牌“豫副酒源”郑州
群办路店盛装开业。现场盛况空
前，人声鼎沸，豫副酒源再一次走
到消费者身边，再一次近距离地
贴近生活，为周边百姓提供方便
快捷的服务。
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辉、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五粮特曲郑州经理郑海明及众多

5 月 23 日上午，
贵州茅台
酒销售公司河南省区经理袁
安才、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
限公司河南一区经理李洪和
河南一区的全体酱香酒经销
商一行来到了焦裕禄陵墓前
拜谒、
敬献花篮并祭酒。
接着一行人走进焦裕禄
纪念馆，随着讲解员的脚步
一起参观了解被誉为神州赤
子的兰考前县委书记焦裕禄
的生前事迹，随后又坐在教
室里一起聆听焦裕禄纪念馆
负责人张继焦讲解焦裕禄生
前身后的动人故事。
下午，贵州茅台酱香酒
河南一区全体经销商学习焦
裕禄精神暨经销商市场研讨
会在兰考召开，与会的郑州、
许昌、开封、商丘区域经销商
代表先后发言。
贵州茅台酱香酒公司河

5 月 27 日，由贵州茅台
酒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主办，
河南喜洋洋酒业有限公司和
郑州九尚酒业有限公司承办
的“茅台酱香、万家共享暨郑
州九尚酒业首届酱粉节”在
郑州举办。贵州茅台酱香酒
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杜
建、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
限公司河南省一区经理李
洪、国酒茅台河南省经销商
联谊会会长王庆云等行业大
咖与核心酱粉共计 300 余人
欢聚一堂。
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杜建表

示：
“河南是中国白酒消费大
省 ，更 是 茅 台 酱 香 酒 的 福
地。在广大酱粉的支持与厚
爱下，河南市场多年来蝉联
茅台酱香酒冠军市场。”河南
喜洋洋酒业和郑州九尚酒业
在郑州市场运作汉酱酒八年
来，凭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
诚信的经营理念，培养了大
批酱粉，今天到场的核心酱
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现 场 通 过 VCR 对 酱 酒
知识、各品牌茅台酱香系列
的介绍让大家对茅台酱香酒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
识。身穿汉服的模特进行了
汉酱酒走秀展示，精彩演出
赢得现场酱粉们的阵阵掌
声。

